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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市市现现波波动动，，老老人人突突犯犯心心脏脏病病
医生提醒，有存在慢性疾病的老人炒股需谨慎

消 防 风 采 录

4月15日，滨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在特
勤中队举行尖兵体能对抗赛活动，检验
全市消防部队冬季练兵成果，进一步掀
起实战化训练的新高潮。此次尖兵体能
对抗赛比赛项目包括单杠卷身上、100米
跑、3000米跑、爬绳上四楼、杠铃深蹲
(80KG)等。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特勤
中队获得总成绩第一名，海丰中队获得
第二名，孙武中队获得第三名。

赛前，支队司令部召开专题会议进
行了研究部署，组织裁判员学习了考核
程序及评判标准，明确了考核场地及考
核纪律。比赛期间，支队长陈爱新到现场
为参赛官兵鼓劲加油，极大地激发了全
体参赛官兵的比武热情。比赛中，参赛官
兵纪律严明、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尊重
裁判、服从裁决，取得了较好成绩；全体
参赛官兵发扬“唯旗誓夺”的精神，顽强
拼搏，奋勇争先，展现了官兵良好的精神
风貌，彰显了滨州消防铁军风采。

(通讯员 王晓静)

滨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举行尖兵体能对抗赛

4月16、17两日，开发区公安分局举
办了全区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执法业务
培训班，市消防支队副支队长丁兆宏、分
局副局长李志伟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全区派出所民警共40余人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李志伟代表公安分局
与各派出所签订了《2015年度派出所消
防工作目标责任书》；李志伟和丁兆宏分
别作动员讲话。

为达到培训效果，此次培训范围为
公安派出所全体民警(包括内勤及协
警)，形式上采取实地观摩、现场演练与
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先后观摩了从
各派出所列管的九小场所中选取的6个
具有代表性的小网吧、小宾馆、小餐饮场
所、小幼儿园、30人-50人的劳动密集型
企业，由消防大队消防监督员进行现场
消防执法示范讲解。随后，参加培训的公
安派出所所长、民警、消防大队全体干部
进行了关于公安派出所消防执法工作的
交流。 (通讯员 王晓静)

开发区公安分局举办
民警全员消防执法培训班

4月16日上午，惠民县公安消防大队
开展第四批函告及约谈工作。清河、孙
武、姜楼等镇办负责人及21家劳动密集
型企业负责人参加了此次约谈。

大队消防监督员首先与清河、孙武、
姜楼等4个镇办的负责人进行了会谈，将
函告发送到各镇办负责人手上，并详细
介绍了各企业存在的消防隐患及违法行
为，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严峻火灾形势，与
各镇办达成共识，共同督促单位整改，确
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随后，与21家单位负责人进行了约
谈，各单位负责人分别介绍了隐患整改
进度及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难点，
消防大队根据各企业的实际情况，对整
改措施提出合理建议，单位负责人也对
隐患整改时限做出了承诺，并保证整改
期间加大消防工作投入、落实各项安全
管理制度、加强日常防火巡查、积极开展
员工安全培训，确保整改期间不出现重
大火灾事故。 (通讯员 王晓静)

惠民公安消防大队开展
第四批函告及约谈工作

在飞絮漫舞的季节，要提高警惕加
强防范，首先要克服安全陋习，在日常生
活中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看管和安全教
育，避免发生点燃柳絮取乐的危险发生，
同时烟民朋友也要杜绝随手乱扔烟蒂的
陋习，要确认烟头完全熄灭以后再将烟
头丢弃。

同时，要加强防控措施，特别是木制
加工厂、加油站、烟花爆竹店等要加强防
控，勤打扫、配纱窗，防止柳絮诱发火灾，
造成损失。家庭厨房要及时配置纱窗，防
止在做饭时产生的明火将飘入的柳絮引
燃，市民可以在安装的纱窗上洒水，可以
有效阻断柳絮入户。

此外，在街道社区、村舍地头内，若
发现杨柳絮积聚，应及时组织人员进行
清理，日常生活中，也应对道路进行洒
水，可以防止柳絮随风飘散，避免柳絮引
火“作案”。

(通讯员 王晓静)

消防提示：
当心春天飞絮成引火源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王
昊) 随着近几年中国股市的崛
起，不少老年朋友也“投身”股
市中，但是面对炒股这一耗费
精力极大的活动，不少老年朋
友更应该关注自身健康。近日，
家住滨城区胜滨小区的李大爷
就因为炒股险出意外。

家住滨城区胜滨小区的李
大爷在国企从事技术工作。
2014年，他将15万元积蓄投入
股市。没想到，才短短几个月，
就已有3万元的获利。对此，他
不仅把这投资成功归结于自己
眼光好，还深信自己每夜网上
分析行情、看评论、论坛上讨论
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然而，就在4月19日，网上

突然出现了股市要狂跌的消
息，李大爷紧张万分，时刻盯着
电脑屏幕上的k线波动。李大爷
的老伴刘阿姨告诉记者，自从
19日晚上开始，李大爷就开始
焦躁不安，20日早晨5点多就起
来盯着电脑屏幕，刘大娘看着
劝不住老伴，索性也就不多说
了。

“20日中午我在做饭，就听
见他在书房里传出喘不过气来
的那种呻吟声，我过去一看，就
看见他背靠着椅子，仰着头，嘴
唇发紫。我想起之前他心脏不
好的事情，马上就觉的可能出
事了。”因为李阿姨之前在单位
的医务室从事过护理工作，因
此在家中备有专门医药，李阿

姨赶忙给给李大爷服下药，之
后叫家人将李大爷送往医院。

因为李大爷病发时发现及
时，加上送往医院迅速，在医院
治疗一天后，21日下午在家人
的陪护下回家休息静养。“当
时，就是感到一阵阵疲劳、乏
力、头晕、目眩，接着就感到心
慌、胸闷，幸好家里头有人啊。”
李大爷向记者回忆当时的情景
依旧心有余悸。

随后，记者向滨州市中医
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吕振军咨
询，吕振军告诉记者，老年朋友
如果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又有
一定的资金，去炒炒股票，也未
尝不可。但是，老年人炒股要

“有几点注意”：一是注意心理

承受能力，心理素质差的应谨
慎投资，大喜大悲容易造成旧
病复。二是要注意身体状况，有
疾病的老人，尤其是患有高血
压、心脏病、糖尿病的一定要当
心。这些潜在疾病会受外界刺
激影响，诱发脑出血、心脏病猝
死等急症的出现，导致生命危
险。

吕振军还强调，相对而言，
年轻人突发性病发作猛于老年
人。因为一些年纪大的人本来
就有心绞痛等心脏慢性病，平
时也坚持用药，而中青年人一
旦突发，平时毫无警惕、防范，
所以更加危险。

超超车车

酿酿祸祸
21日11时20分许，沾化孤滨

路小张村附近处，一货车与一轿
车相撞，人受轻伤，车损严重。原
来是轿车驾驶员想从右侧超车行
驶，突然看到货车向右打方向转
弯，刹车不及。
本报通讯员 张云梓 王辉
本报记者 孙秀峰 摄影报道

掉掉落落““碎碎片片””助助民民警警找找到到肇肇事事车车
阳信交警4小时从全县170余辆中华牌轿车中筛出逃逸车

本报4月22日讯(通讯员
陈德泽 封吉伟 记者 孙
秀峰) 交通肇事逃逸，没想到
事发时车上一个“小圆形碎
片”掉落，民警“顺藤摸瓜”终
将肇事车查获。近日，阳信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破获了这起
交通肇事逃逸案。

4月19日22时，阳信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事故科民警接
到110指令，在南外环河流田
家路段，一辆轿车将一电动车
撞了，轿车逃逸。接到报警后，

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
到达现场后，伤者已被送

往医院，民警立即对现场进行
保护并进行勘查，通过勘查，
民警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红色

“圆形”的碎片，别无其他有价
值的线索。

办案民警遂将碎片带回
找专业人员进行辨认，经过辨
认该碎片背面有一“中华”标
志，系前保险杠拖车口处的标
志，确定该肇事嫌疑车系一辆
红色中华轿车。

办案民警通过上网对全
县所有红色中华牌轿车近170
余辆分组进行筛选、排查，经
过近4个小时的筛选、排查，最
终认定车牌号为鲁MYxxxx轿
车有重大肇事嫌疑。通过网上
查询，该车车主系王某，通过
电话联系王某未果，民警随即
驾车赶到王某家中，正巧将嫌
疑车查获。

经与现场遗留碎片进行
比对，最终确定该鲁MYxxxx
红色中华轿车就是肇事车辆，

遂将该车查扣。车主王某称事
故发生时是其妹夫曾某开的，
现曾某不知去向。民警通过对
王某做工作，讲法律、讲利弊，
让其劝说妹夫早日投案自首。

4月21日下午，曾某在家
人的陪同下到交警大队投案
自首。曾某对肇事逃逸的事实
供认不讳，称事发后为了逃避
法律责任，一时脑子发热驾车
逃逸，现后悔不已。目前，此案
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老人“任性”掉头

致三车追尾

本报4月22日讯(通讯员 张
云梓 孟令彬 记者 孙秀峰 )

22日8时左右，沾化区59岁的房
某像往常一样送孩子去上学，但
途中因为急事需要往回走，着急
的他“任性”地掉了个头，却没想
到引发了后面的两辆车追尾。

22日8时左右，正值上班高峰
时段，沾化交警接到群众电话报
警称：在沾化区彩虹桥附近，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值班民警立即驱
车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看
到两辆小型轿车与一辆电动轿车
停在公路北侧的超车道上。

经询问三方驾驶员得知，由
于电动轿车驾驶员房某突然左转
弯，后方超车道行驶而来的吴某
没来得及反映，其轿车就撞在了
电动轿车上，随后超车道上的王
某也因与吴某车辆距离太近没有
刹住车而相撞，所幸此次事故并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面包车超载

驾驶员还酒驾

本报4月22日讯(通讯员 陈
德泽 张新国 记者 孙秀峰 )

因司机临时有事来不了，中午
喝了酒的刘某“顶岗”驾超员车上
路，结果被阳信交警查了个正着。

21日晚7点左右，正在大济路
与工业八路交叉路口巡逻执勤的
阳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一中队民
警见一由北向南行驶的面包车有
交通违法行为，遂示意其停车接
受检查。经查，该面包车核载8人，
实载10人，超员2人，而且民警闻
到驾驶人身上有酒气，于是对其
进行酒精含量测试，经测试该驾
驶人酒精含量为46 . 6毫克/100
毫升，属酒后驾驶。

驾驶人刘某称，他们是到无
棣建筑工地打工的，早晨去的时
候是两辆车拉去的，该车本不是
他开，所以他中午喝了点酒。但快
收工时，该车司机打电话来说临
时有事来不了，另一辆车也来不
了了，于是他们只好“挤”上了一
辆车，司机也由他来临时“顶岗”，
结果上路被查。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
定，面包车驾驶刘某某被处以罚
款1200元，记12分，暂扣驾驶证6
个月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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